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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偷一名作家的点子，这叫
抄袭；当你偷一堆作家的点子，这就
叫研究了。”那些具备出众写作才能
的学生和青年作家，大多掌握了一
些重要的写作技巧，这些技巧就是
他们所“偷”的一堆作家的点子。

写作课堂可以有许多追求，但
其中一定要教写作技巧，否则就是
写作教师的失职。我们现在很多
专家和老师都用“无法胜有法”这
样的说法来掩饰自己在写作课堂
上的疏懒和无能。于是，写作课里
根本没有教“写作”。

教小学生写作技巧，我给自己
定了三条标准：一是听得懂，二是
记得牢，三是用得上。但是要做到
这三点实在是太难了。

很多人经常教“听不懂”的写
作技巧

有些作家，在讲如何写作的时
候，有神秘主义倾向，他们表面上是
在教别人写作技巧，实际上是在吹
嘘自己的能耐。例如有的作家会
说：“文字要诚恳，要做到说谎话也
诚诚恳恳。”“一个写作的人要知道
闲笔的使用。什么叫闲笔？就是看
似废话，实有所指，或制造悠远意境
的描写。”“千万不要把小说的对话
写到戏剧里。”这些话，对初学者、有
写作障碍的人和对写作感到茫然的
人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

很多人经常教“记不住”的写
作技巧

那些写作高手，如果愿意贡献
自己的写作经验，肯定能说出一些
实用的干货。例如，有人说记录一
件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展示，一种
是叙述。什么是展示？展示就是调
动我们的各种感觉，包括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触觉，把一个场景中
的关键细节展示给读者。什么是叙
述？叙述就是用描述性的语言把要
表达的内容概括出来，或者对在较
长时间段里发生的事进行概述。

“我拿着一支黑色的派克水笔
不停地写字，肩膀上一阵酸痛。”这是

展示；“我写了很长时间。”这是叙
述。结合例子，你可能慢慢明白了
展示和叙述的区别，但是，这两种说
法过于学术，而过于学术的东西，孩
子是很难记住的。记不住的东西，
对孩子来说基本上是没用的。

更多人在教“用不上”的写作
技巧

例如，我们老师在给孩子们讲
评作文的时候，总是对他们说：你
要写得具体一点儿，你要多写点儿
细节，你要多用好词好句，你要有
想象力，散文应该做到形散而神不
散⋯⋯老师所教的这些方法，都太
大、太空、太虚，没有具体所指，对
孩子来说，讲了等于白讲。

作家教孩子写作呢，也好不到
哪里去，很多时候讲得更大、更空、
更虚，他们往往会说：你要多修
改，多观察，多写作，你要提升你
的语感。这些话都没有错，但对面
对写作不得其门而入的孩子来说，
真是没什么用。要命的是，这些空
洞的建议，作家往往还讲得过于委
婉、文学化。例如，他会这样说多
修改：“你开始构思你的文字，然
后试着写，让故事情节展开，最后
你需要回头看看你都写了什么。”
他会这样说提升语感：“如果你想
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表达清楚了，
你就应该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你
的声音就会像一名听众时刻提醒你
是否描述清楚了。”这些文学化的描
述，有时对学习者来说，就像坠入云
雾之中，难解其意。

技巧怎样表述、怎样讲解，孩
子才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我曾经结合文章教孩子们怎么
写对话，其中“如何加提示语”就很
有讲究。比如，有的人会告诉你

“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的距离要
短”。这是什么意思呢？例如：“他
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不耐烦地
说：‘能不能先给我一包烟？’”这
句话中的“不耐烦”这个词是作者
的主观描述，读者在读这句话的时

候，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描述，而不
是根据人物对话来了解人物的。这
中间多了一个中介 （作者），这个
中介让小说中的人物与读者的距离
变得相对比较长，这就不好。如果
你要表现一个人不耐烦，就不应该
写他“不耐烦地说”，而要使他说
的话让读者自动看出不耐烦。这个
句子可以修改成：“他抓了抓乱糟
糟的头发，说：‘别废话，快给我
烟！’”

很显然，上面这种表述，小
孩子看不懂、记不住。所以，有
经 验 的 老 师 会 更 简 短 地 表 述 成

“ 不加提示语 ”，解释也更直接
——在“我说”“他说”之前加上
很多修饰语，其实是一种偷懒的
做法。例如，要表现一个人物的

“ 不耐烦 ”，你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不耐烦地说：‘能不能先给我一包
烟？’”因为加了提示语“不耐
烦”，你会以为你已经充分表达了
人物的不耐烦，就不会对人物说
的话进行设计，这在写作上是一
种舍本逐末的办法。

较之前面的说法，“不加提示
语”这样的表述，小孩子听得懂、记

得牢，但在平时的写作中却不太用
得上。因为这种写作技巧是非常个
人化的，孩子会简单、机械地理解成
以后写人物的话前面只要写“张三
说”“李四说”就行。这样的理解对
初级写作者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权衡再三，我教给孩子们的写
作技巧是“写说不出现‘说’”。例如：

“他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不耐烦地
说：‘别废话，快给我烟！’”所谓

“不出现‘说’”，就是把“不耐烦
地说”这个连接语去掉，只剩下

“他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别废
话，快给我烟！’”。是的，说得直
白一点儿，就是用人物的动作、神
态来代替“说”，来引出人物的话。
当然，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人
物 当 时 的 心 境 。“ 写 说 不 出 现

‘说’”这种表述还有瑕疵，所以
我说，教写作技巧要做到孩子听得
懂、记得牢、用得上是非常难的。

在写作领域里，还有很多内
容是技巧教学解决不了的

例如“认识水平”。影响一篇
文章价值的，除了表达方法，更有
作者的认识水平。我们的写作课，
会有一些价值观的碰撞，会有一些

思维的启发，但一个人的认识水平
最终是阅读培育出来的、是环境熏
陶出来的。

例如“生活敏感度”。孩子没内
容可写，并非缺乏生活，而是缺乏发
现和感悟生活的心灵，是“生活敏感
度”低。我们在写作课里可以教一
些发现、提取写作内容的方法，如

“头脑风暴”“想象”“联想”“发散图”
“思维图”“列提纲”等，但“生活敏感
度”要提高最终是持续的观察、自我
的高要求、外界的强刺激多方面作
用才会取得一点效果。

例如“文学水准”。文学就是
要突破常规，文学就是要发现个
性，文学就是要创建风格。即使我
们所教的写作技巧，和文学不违
背，也会推荐文学读物，但“文学水
准”最终是高品质阅读、天赋、勤
奋、坚持的混合作用的结果。

例如“写作热情”。那些把写作
当作自己的兴趣，当作自己的爱好，
成为自己的习惯，成为自己的生活
的人，往往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有
的就是一种缘分，他和文字的缘分。

（作者系杭州市天长小学教
师，新著《让孩子学会写作》已由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写作写作：：““可以教的可以教的””和和““不能教的不能教的””
蒋军晶

学生时期的我是一个“不读
书”的人，语文课成绩也不尽如
人意，阅读理解力基本为零，可
以说就是个“无能之人”。上班
后，迫不得已锻炼出了些许阅读
和写作技能，但因为仍旧讨厌读
书，所以在写文件、书面报告等
笔头工作上，吃了不少苦头。

我 开 始 认 真 阅 读 是 过 了
30 岁之后。某天，我看到一本
书上写着：“成功人士皆为读书
家。”我以为，即使无法立刻创业
成功，只要模仿成功人士的做
法，总有一天我也会加入他们的
行列。于是，一年里我竟读完
了300本书，但不管怎么拼命地
读，我还是读过即忘。

为了彻底找出原因，我参加
了许多读书讨论会，研究了一番
后发现，阅读书籍可以获得知识，
但只有付诸行动才有效果，而要
开展实际行动，必须讲究读书
法。经过一段时间坚持不懈地汲
取知识、付诸行动后，我最终成为
了一名研讨会的自由讲师，且在
其他方面也达成了目标。

不必全部理解

大部分人对读书有误解：认为
一本书必须从头读到尾，全部理解
才行。这么做会让人产生很大的
心理负担，结果很可能是只买书而
不读书。用这种方式读书，即便读
到最后，也不会记住多少内容。

从我自身的阅读经验来说，
一本书的重要内容只占整本书的
20%，这 20%中最重要的仅有
4%。也就是说，如果是200页的
书，只有8页是最核心的，其余部
分可以不读，忘了也罢。我也曾
对如何“舍弃”这个问题束手无
策。刚开始读书那阵，我经常从
头读到尾，觉得好不容易花钱买
来的书，不全部看完很浪费，但书
中的内容还是全忘了。而在尝试
凝练书中重要的20%之后，我发
现反而能牢牢记住书的内容。

“终于记住书本内容了！”让
我能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学
会果断舍弃书中非必要部分的
那一瞬间。

有意识地“输出”

所谓“输出”，包括“向他人
讲述”和“写下来”两个层面。以

“输出”为前提，再去阅读（输
入），就会非常有效率。

在我主持的读书研讨会上，
会让大家以向他人讲述为前提去
阅读书籍，读完后让每个人把读
过的书讲给大家。这个方法让大
家带着“要告诉别人”的目的去阅
读，更容易抓住书中要点。前几
天召开的读书会上，我做了一个
实验——在不向他人讲述的前提
下读书，与要向他人讲述的前提
下去读，在读书方法上有什么区
别？大部分人回答，以向他人讲
述为前提去阅读，更容易读进
去。因为边读心里会边想着“到

时候要给别人说书中的内容”，读
书目标就容易确定下来。

找人“说书”要考虑对方是
否愿意、时间上是否方便，所以
不容易。因此我想，干脆写下
来。于是，我开始在亚马逊网、
博客、Facebook 上将书的内容
介绍给别人，这样既不给别人添
麻烦，反而还受到大家的欢迎。

“超并列”读书法

对“多读书”这个概念，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定义。本
田直之所著的 《杠杆阅读术》
中说：“如果速读是通过训练眼
睛的移动方法来实现快速阅读
的话，那么多读就是舍弃无用
部分的技巧。”成毛真在其所写
的 《同时读 10 本书》 中提到：
“‘超并列’读书法，不是每
次就读一本书，而是在不同场
所读不同的书，在一天时间内
同时阅读几本书。”该观点和我
对多读的想法较接近。

浴室放一本，公司里放一
本，卧室里放一本⋯⋯在不同地
方读不同的书是最理想的，当然
还可以在包里放两三本，乘地铁
时读、泡咖啡馆时读、工作结束
时读。每次阅读不同书籍时，会
拼命回想“上次读到哪儿了？”

“这本是讲什么的？”短短一天时
间，多次阅读不同书籍，如此一
来头脑不断转换思考，对书本的
印象就更深了。另外，如果只选
同一类的书，内容难免有重复，
中途就会厌烦，所以必须选择不
同领域的书籍。请务必挑战“多
读”，它会让读书变得更加有趣。

不被他人的意见左右

我询问过许多朋友，选书时，
他们大都会参考亚马逊网站上的
书评、知名的博客、书评电邮杂
志、朋友在 Facebook 上的推荐
等。但就我而言，亚马逊书评只
能作为一个“参考”，我很多次都
是看完这些推荐意见再购书，但
真正找到适合自己书籍的概率并
不高。买十本，适合的书一般也
就两三本。所以现在我发现有感
兴趣的书，一般会在实体店确认
一下。若确实喜欢，我就标记在
亚马逊账户里的“心愿单”中。

逛书店是我的兴趣之一。
书店的书籍陈列一定最花心
思，有的制作标识牌，有的设
置“书籍推荐”专柜，书店的
销售榜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如果想要遇见适合自己的书，
不如移步附近的实体书店吧，
这与网络购书有完全不同的乐
趣。去实体书店实际接触书籍
本身，是发现好书最有效的方
法。只有自己最明白适合自己
的书籍，如果不亲自翻开书读
一下，是不可能知道的。

（本文摘编自《实用性阅读
指南》 [日]大岩俊之著 江西
人民出版社）

让你的读书
不再只是“读书”

大岩俊之

每一个结束工作与学习后的
夜晚，我和女儿最期待的就是属于
自己的、静谧的阅读时光，一天里
纯然安静的时刻。有时候是我跟
女儿一人读一本书；有时候是女儿
边读边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我认
真地倾听；更多的时候是我给女儿
读，我是她的妈妈，更愿意和她拥
有同一片精神的天空。

我们一起读杨红樱的《漂亮老
师和坏小子》(明天出版社)时，女儿
被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引得连蹦带
跳，哈哈大笑，而身为一个中学教
师的我，则被藏在故事深处的那些
思考深深地吸引住，久久回味后，
内心的感动如汩汩涌动的泉水，竟
不知先倾诉哪一段好了。

我仿佛看到面前有一个巨大
的、闪着白色亮光的、纯美的水晶
球，里面有那个年轻漂亮的米兰老
师，和那些个性鲜明、纯真可爱的
孩子。身为老师，我太喜欢书中那
个拥有漂亮外表、无限活力和先进
教育理念的米兰了！她虽然最初

是想当一名主持人，但当了老师
后，她的与人为善、阳光自信和对
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她成为最
受学生们喜欢的老师。因为对学
生存在误解，她降下身段，向学生
道歉；因为豆芽尿床，她亲自给豆
芽送去药方，还对豆芽妈说了自己
小时候也尿床的美丽善良的谎言
⋯⋯杨红樱笔下的米兰不是一架
传授知识的机器，而是无数孩子稚
嫩心灵的人生引领者。我赞赏这样
的教育理念，也欣赏这样的老师。
透过米兰和孩子们的故事，我好像
看到了十年前的我，而此刻的我，最
想做十年后的她。

有人说，文学太过美好会让人
在现实的社会里痛苦不堪，我认为
说这话的人是因为不懂文学。文
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懂文学
的人会明白，只有文学有权利在它
的想象世界里说一不二，也只有文
学 能 捍 卫 人 与 生 俱 来 的 所 有 尊
严。我最喜爱的作家张晓风说：

“就算再怎么凌乱、局促的生活，一

旦进入文学，就有可能重新找到生
命本身那安静、透明、更深、更厚的
本质”。文学是和生命相关联的首
要的最重要的课程，如果人人都能
透过文学寻找到生命最初的美好，
那 水 晶 球 里 的 美 好 世 界 便 会 打
开。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嫉妒，就
会在真、善、美面前败下阵来。我
相信，女儿在成长路上遇到这本
书，可能收获的不比我少。

又想起我的那些今年刚毕业
走进大学的孩子们来。做他们的
语文老师两年，我坚持认为，语文
课绝不仅仅只为了做几套题目，所
以我们阅读，我们分享，我用我读
书笔记的句子告诉他们最真实的
人生哲理，于是我们的两年留下的
文字，成为我们一生最美好的回
忆，就像一位同学告诉我“谢谢老
师两年的人生信条，这将是我以后
成长路上的一笔财富”，永远祝福
我的孩子们，祝福他们永远爱自
己，在人生修行的路上每一刻都能
沉静又安然，愿他们的生命始终生

动又干净。
“妈妈，你读完了吗？可以给我

看了吗?”女儿看我这么喜欢这本
书，居然想抢过来自己读。女儿哪
里知道，她的妈妈从这本书里收获
了多么大的感动和难以言说的幸
福。一个人如果能在书中读懂世
界，读懂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
的事？正像德国作家赫尔曼说的“世
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
它能让你悄悄地成为你自己！”

掩卷沉思，《漂亮老师和坏小
子》给我的触动和收获太多太多，
感谢杨红樱在文学的世界里给我
们留守住这方永远纯洁美丽的天
空，理想就像矢车菊花瓣的蓝，她
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有一天，水
晶球中的米兰老师会走出来，她的
孩子们也都已成才，而老师依然年
轻，因为老师有一颗永不老去、永
远爱着孩子们的心灵。愿人世浩
荡，日子却简单清宁！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四中语文
教师）

水晶球里的美好世界
胡利华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阅读指导

本报讯 （伊湄） 由人民出
版社和东方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小可可在加拿大》新书发布会
暨赠书仪式近日在京举行。

该书是由加拿大籍作家凯
茜·芙斯特、画家伊丽莎白·奥斯
汀合作的儿童读物，讲述了小女
孩可可在加拿大的游历经历，共
分六个章节，每个章节一个主
题，配彩色插图，中英文对照，辅
以法文，语言通俗易懂，故事妙
趣横生。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该
书有利于中国的小读者了解加

拿大的风土人情，有利于促进中
加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孩
子从小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形
成良好的品格和健全的人格、提
高孩子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主
动认知、主动吸收知识，并积极
运用这些知识开动脑筋去思考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
有效地培养和确立主体意识。

会上，出版社领导和作者一
起，为参加发布会的北京市府学
胡同小学、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
呼家楼中心小学赠送了图书。

北京小学生获赠《小可可在加拿大》

阅读现场

伴随着“共享时代”的到
来，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商
业项目不胜枚举。“读书”也能
共享吗？近日，北京儿童阅读
周“快乐阅读”书香校园行在北
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附属学校
举行，同时拉开序幕的还有“童
书漂流”校园行活动，通过“互
联网+”为孩子们创造阅读全
新环境与体验。

在校园行现场“童书漂
流”专区，记者看到，本次面
向校园推出的好书来自汇聚全
国 各 大 出 版 社 精 品 好 书 的

“2017 年中国童书博览会·年
度好书榜”，学生现场扫码在
线申请，就可以发起并邀请同
班好友、同校同学组团共读一
本书。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线上
童书漂流带着对“共享阅读”
的初探，号召儿童及家庭共同
分享自己读过的好书，并漂流
给其他家庭。通过征集报名、
开展陪伴亲子阅读、撰写漂流
日志等环节设置，完成了多次
漂流传递。不仅是一次对阅读
环境和体验的创新，也在通过
每一个阅读家庭的读书体验沉
淀，逐渐形成一个青少年阅读
分享平台、阅读共享平台。

据了解，此次“快乐阅
读”书香校园行是专门针对校
园设计的“书香童年进校园”
活动，旨在通过面向不同年级
的中小学生和学生家长，提供
不同层次的生动阅读内容，比
如科普讲座、纸美学大型集体
创作装置、思维导图学习法讲
座、安全课堂、教育戏剧阅读分
享会、观影艺术课、阅读教学理
念分享会等，以加强培养学生
阅读基础为核心，将艺术、阅
读、教育三位一体相结合，把
阅读互动体验形式引入到教育
中、家庭中，为孩子们推介精
品童书，倡导快乐阅读理念，
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

“共享阅读”
丰富学生阅读体验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报讯 （子依） 近日，由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
司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主办的“妈妈导读师”亲子阅读
大赛2017秋季赛决赛在国家图
书馆举办。比赛汇集了从北京
市、山西省、广东省经过层层晋
级的 12 组家庭，最小的参赛选
手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经评委
打分，韩佳汐家庭和郑涵月家庭
获得本次秋季赛的冠军。

“妈妈导读师”亲子阅读大
赛至今已经举办了 8 季，比赛分
亲子阅读和原创亲子情景剧两

个环节。原创亲子情景剧环节
首次聚焦二孩话题，以“妈妈给
我生了个小弟弟/小妹妹”为主
题，各个参赛家庭或是展现自己
家的二孩生活，或是怀想新成员
的到来给家里带来的变化。小
选手郑涵月的妈妈已经怀孕 8
个月，舞台上母女二人相拥而坐
实际上却是 3 个人在听故事。
为了哄即将到来的小弟弟，郑涵
月准备了十八般武艺，会唱歌、
跳舞甚至还能唱摇篮曲。通过
亲子阅读，郑涵月一家传递给现
场观众的是对于新生命的期待。

“妈妈导读师”迎来最小选手

和时下许多青少年一样，我在
自己的青春时代，也是一方面追求
着理想，一方面经历着不少迷茫与
挣扎。所以有一天，当我读到冯至
为所译的里尔克名著《给一个青年
诗人的十封信》所写的序言时，不
由得怦然心动：“人们爱把青年比
作春，这比喻是正确的。可是彼此

的相似点与其说是青年人的晴朗
有如春阳的明丽，倒不如从另一方
面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生
长，更像那在阴云暗淡的风里、雨
里、寒里演变着的春。因为后者比
前者更漫长、沉重而更有意义。”

为什么这段话会强烈打动我
呢？是它在说明了青春十分重要的
同时，更披露了一个真理：美好的青
春，其实是在奋斗与挣扎中所经历
的蜕变。迷茫与痛苦常常与青春相
伴，如何让自己实现这一蜕变，打下
一生成功与幸福的基础，其实是摆
在每个青少年眼前的重要课题。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让青春成
为你的第二次出生》（吴甘霖著 接力

出版社），是我对这一课题的认真回
答。其中，包括了我自己在青春期间
深藏泪与汗的切身体会，也有我在

《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时对青少年
问题的研究，还有最近几年我在全国
作青少年成长教育讲座时的感悟。
正如本书标题所言，青春应该是你的
第二次出生。与第一次出生只是肉
体出生相比，第二次出生就是自主生
命的再生，就是要牢牢把命运握在自
己手里，当自己人生的主人翁。当自
己人生的主人翁，是一种责任，也是
一种可能，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实践。

成长励志书该如何写？我想
离不开八个字：“好看、管用、合乎
情理。”我自觉地将这“八字方针”

应用到本书的写作中。要“好看”，
除了要有生动的故事外，就必须从
空话套话中解放出来，多讲一些有
真知灼见的观点甚至让观点“性感
起来”，这正是本书具有一点“麻
辣”特色的原因；要“管用”，一是要
与青少年的成长问题挂钩，二是要
提供具体有效的操作方法；而要

“合乎情理”，就是要充分考虑到成
长中的青少年的特点，不要站在

“过来人”的角度板起脸来教训青
少年。在本书中，我有一些观点如

“从‘玩物丧志’到‘玩物尚志’”“走
自己的路，也听听别人怎么说”，等
等，都是把握着这个原则，料想青
少年读者应该更容易接受。

励志书要“真管用”
吴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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